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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司铎圣秩礼仪 
 

进堂式 
 
进堂咏 
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傅了油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

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。（路 4:18） 
 
（十字架、辅礼人员、执事持福音书、执事、领圣秩者、共祭司铎，及主教进堂。向祭台致敬后，

就位。） 

（主教免冠、戴小红帽。） 
 
致候词 
主教：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。 
 众：阿们。 
主教：愿天父的慈爱，基督的圣宠，圣神的共融与你们同在。 
 众：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
主教：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今天我们因主的名聚首一堂，感到非常高兴，因天

主即将从我们之中，选拔这（几）位弟兄，去担任司铎圣职，为天主的子

民服务。为了虔诚地去参与这祝圣典礼和奉献感恩圣祭，让我们首先呼求

上主的垂怜： 
（忏悔经） 

 
主教：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 
 众：阿们。 
 
垂怜颂 
 
光荣颂（按礼规） 
 
集祷经 
主教：请大家祈祷。（默祷片刻） 

天主，你既立了你的独生子为永恒的大司祭；他为救赎人类而牺牲自己，

求你帮助那由你圣子选作分施你恩宠的仆人，忠诚履行他们所接受的职

务，使教会团结一致，以奉献的精神，继续你圣子的救世工程。因我们的

主耶稣基督、你的圣子，他和你及圣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 
 众：阿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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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道礼仪 
（主教戴冠） 

 
读经一（看！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） 
恭读耶肋米亚先知书 1:4-10 
上主对我说：「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；在你还没有出离

母胎以前，我已祝圣了你，选定了你作万民的先知。」我回答说：「哎呀！我主上

主！你看，我还太年轻，不会说话。」上主对我说：「你别说：我太年轻，因为我

派你到那里去，你就应到那里去；我命你说什么，你就应说什么。你不要害怕他

们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保护你——上主的断语。」此后，上主伸出手来，触摸

我的口，对我说：「看，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；看，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

国，执行拔除、破坏、毁灭、推翻、建设和栽培的任务。」——上主的话。 
众：感谢天主。 
 
答唱咏 咏 23:1-3, 3-4, 5, 6 

【答】：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 

领：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，又领我走近幽

静的水旁，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。【答】 

领：他为了自己名号的原由，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。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，

我不怕凶险，因你与我同在。你的牧杖和短棒，是我的安慰和舒畅。【答】 

领：在我对头面前，你为我摆设了筵席；在我的头上傅油，使我的杯爵满溢。【答】 
领：在我一生岁月里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；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，直至悠远的

时日。【答】 
 
读经二（天主所赐给我们的，是大能、爱德和慎重之神） 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弟茂德后书 1:6b-11, 13-14 
亲爱的弟兄：我提醒你把天主藉我的覆手所赋予你的恩赐，再炽燃起来。因

为，天主所赐给我们的，并非怯懦之神，而是大能、爱德和慎重之神。所以，你

不要耻于为我们的主作证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人为耻，但要依赖天主的大

能，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。天主拯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叫了我们，并不是按照我

们的行为，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：这恩宠是万世以前，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

们的。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出现，显示了出来；他毁灭了死亡，借着

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。为这福音，我被立为宣讲者、为宗徒、为导师。你要以

信德及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，把从我所听见的健全道理，奉为模范，且依赖那住

在我们内的圣神，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。——上主的话。 
众：感谢天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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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音前欢呼 
领：阿肋路阿。（四旬期内，用其它短诵。） 
众：阿肋路阿。 
领：主说：圣父啊！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，就如你派遣了我到世界上来，照样我

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。（若 17:17-18） 
众：阿肋路阿。 
（主教免冠，持牧杖。） 

 
福音（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，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） 
执事：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
 众：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
执事：恭读圣若望福音 17:1a,11b,14-19 
 众：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 
 
那时候，耶稣举目向天说：「圣父啊！求你因你的名，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

的人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正如我们一样。我已将你的话传授给他们，世界却憎恨

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

撤去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。他们不属于世界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求

你以真理祝圣他们；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照样我也派遣

他们到世界上去。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，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。」——上

主的话。 
众：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 

授予司铎圣秩礼仪 
 

（福音后，主教戴冠，坐在预设的座位上。） 

 
推荐和拣选 
执 事：领受司铎圣秩者，请前来。（召唤每位候选者的名字） 
被唤者：到。（向前迈步，并向主教致敬） 
推荐者：最可敬的主教，慈母圣教会请你给我们这（几）位弟兄，授予司铎圣秩。 
主 教：你知道他（们）有资格吗？ 
推荐者：经询问基督子民及各有关人士的意见，我可证实他（们）确有资格。 
主 教：仰赖天主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助佑，我们拣选这（几）位弟兄领受司

铎圣秩。 
众  ：感谢天主。（全体信众可鼓掌，表示赞同。） 
 
主教讲道 
（主教引用当天选读的圣经及礼仪祷文，就司铎的职务，向信众和候选者讲道。主教可参考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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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讲词：） 

 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：这（几）位执事，可能是你们的亲戚或朋友，他（们）即

将领受司铎圣职。在我们祝贺他们，为他们祈祷的时候，也请大家细心反省一下，

他（们）在教会内将领受的是什么职务。 
 
天主的全体神圣子民，在基督内固然都是王者的司祭，可是，我们的大司祭耶稣

基督，却亲自从门徒中，拣选了一些人，以他的名义，在教会内为众人担任公务

司祭的职务。原来，基督由圣父所派遣来到世上，同样，基督也派遣使徒到世界

各地，好能借着使徒及继承使徒职位的主教们，延续不断地履行他导师、司祭和

牧者的职务。司铎就是主教的合作者，在司祭职务上与主教联合一起，奉召为天

主子民服务。 
 
这（几）位弟兄，经过深思熟虑，即将接受司铎的职位，为基督服务，以履行他

导师、司祭和牧者之职，使基督的身体——教会，得以建立和发展，成为天主的

子民、神圣的殿宇。 
 
这（几）位弟兄，将被祝圣为新约的司祭。他（们）要肖似永恒的大司祭基督，

并与主教的司祭职联合一起，宣讲福音，牧养天主子民，举行敬天之礼，尤其是

主的圣祭。 
 

 
 
亲爱的执事（们）：我要特别向你（们）说几句话。你（们）将被祝圣，进入司

铎的行列，以基督导师的名义，善尽训导的职务。你（们）务须欣然地接受天主

的圣言，并将它传授给众人。你（们）要默想主的圣道，信仰你（们）所宣读的，

教导你（们）所信仰的，实践你（们）所教导的。要使你（们）所宣讲的圣道，

成为天主子民的食粮，又使你（们）的生活芳表，成为基督信徒的典范；你（们）

要以自己的言行，去建设这大家庭——天主的教会。 
 
同样，你（们）要在基督内尽圣化的任务。信友们的精神祭献，将通过你（们）

的服务，藉你（们）的手，在祭台上以不流血的方式所举行的奥迹中，与基督的

祭献相结合，奉献给天父。所以，你（们）要明白你（们）所做的，生活你（们）

所举行的；就是说，你（们）既然举行基督死而复活的奥迹，就要致死自己的种

种罪恶，努力不断更新自己，在基督的新生命中立身行事。 
 
你（们）要为人施行洗礼，使人加入天主子民的行列；在忏悔圣事中，以基督和

教会的名义使人和好，为人赦罪；以神圣的傅油，支持和抚慰病弱者；你（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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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主持圣礼，并以日课颂祷，为天主子民及全人类向天主献上颂赞和感恩的祷告；

你（们）要紧记，你（们）是由人群中所拣选出来，奉派在有关天主的事上为众

人服务。所以，你（们）要怀有恒常的喜乐、真诚的爱德，善尽基督大司祭的职

务。你（们）不应为自己的私事操心，却要以基督的事业为重。 
 
最后，亲爱的执事（们），你（们）将分担基督元首和牧者的职务。你（们）从

属于主教，并要与主教团结一致，努力促使信友合成一家，引导他们通过基督、

在圣神内，走向天父。你（们）要常以基督善牧为榜样，他来不是为受人服事，

而是为服事人，并为寻找及拯救丧亡的人。 
 
圣秩许诺 
（领受司铎圣秩者站在主教前） 

 
主 教：亲爱的执事（们），你（们）领受司铎圣秩之前，应在大众面前，表明

你（们）接受这职务的意愿。你（们）愿意在司铎职位上，作主教的忠

诚合作者，在圣神领导下，牧养主的羊群，恒心不懈地善尽司铎的职务

吗？ 
领秩者：我愿意。 
主 教：你（们）愿意妥善而明智地履行为圣言服务的职责，向世人宣讲福音，

讲解天主教的大公信仰吗？ 
领秩者：我愿意。 
主 教：你（们）愿意为光荣天主，并为了圣化基督信徒，遵照教会的传统，尤

其是在感恩圣祭及和好圣事上，虔敬而忠诚地举行基督的奥迹吗？ 
领秩者：我愿意。 
主 教：你（们）愿意遵循祈祷的训示，和我们一起，为托付给你（们）的子民，

恒心不懈地呼求天主的仁慈吗？ 
领秩者：我愿意。 
主 教：基督大司祭为我们将自己献于圣父，作为纯洁的祭品；你（们）愿意一

天比一天，与他更密切结合，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，完全献身于天

主吗？ 
领秩者：靠天主的助佑，我愿意。 
(领秩者个别到主教前跪下，合掌；主教握其掌。) 

 
＊若领秩者是本教区修士＊ 

主 教：你应许尊敬和服从我，和我的继任人吗？ 
领秩者：我应许。 
主 教：天主在你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，愿天主完成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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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若领秩者不是本教区修士＊ 

主 教：你应许尊敬和服从你的教会教长吗？ 
领秩者：我应许。 
主 教：天主在你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，愿天主完成它。 

 

＊若领秩者是修会会士＊ 

主 教：你应许尊敬和服从你当地的教区主教和你的法定长上吗？ 
领秩者：我应许。 
主 教：天主在你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，愿天主完成它。 

 
（全体起立。主教免冠，邀请信众祈祷。） 
诸圣祷文 
主教：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请大家祈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他既选拔了这（几）位

执事担任司铎职务，愿他丰厚地赏赐他（们）恩宠和福佑。 
执事：请大家跪下。 
 
（全体跪下；主日及复活期不跪下，全体站立。） 

（领圣秩者俯伏在地） 

（可加入教区主保、修会主保、领圣秩者主保等圣人名字） 

（当中特别为领圣秩者祈祷） 
（唱毕诸圣祷文，主教一人起立祈祷。） 
 
主教：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把圣神的福佑、司铎职务的恩

宠和能力，赐给你这（几）位仆人；使我们在你仁慈眷顾下所奉献给你的

弟兄，蒙受你的圣化，终身得享你丰厚的慈爱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

俯听我们的祈祷。 
 众：阿们。 
执事：请起立。 
（全体起立） 

 
覆手和祝圣祷文 
（主教戴冠。领秩者到主教前跪下。主教在领秩者头顶覆手，不诵念祷文。随后，所有在场的司

铎，佩戴着领带，为领秩者覆手，不诵念祷文。覆手后，全体司铎站在主教周围，直到祝圣祷文

结束。） 

（主教免冠。领秩者跪在主教前，主教向领圣秩者伸手诵念祝圣祷文：） 

 
主教：主、圣父、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鉴临。你是人类尊位的创始者，又是所

有恩宠的分施者；宇宙赖你而运行不息，万物藉你而得以保存。你为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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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个司祭百姓，藉圣神的德能，在不同的职位上，指派你圣子基督的服

务员。 
 

远在旧约时期，你就以神妙的圣礼，创立了多种职务。你委派了梅瑟和亚

郎，治理及圣化你的子民，你又拣选一些人，赐予他们职位和名分，以协

助梅瑟和亚郎治理民众，处理事务。 
 
为此，你在旷野里，将梅瑟的神能赋予七十位贤士，使他们充作他的助手，

让他更易于治理你的子民。 
 
同样，你将亚郎的职权，完整地交给他的子孙，使他们按照司祭的律例，

供职于会幕，有效地履行献祭职务；而这会幕的祭献，正是未来美好事物

的预像。 
 
最后，神圣的父，你派遣你的圣子耶稣来到世界上；他就是我们所宣认的

那位——你所派遣来的使徒和大司祭。 
 
他借着圣神，将自己当作无玷的祭品奉献给你；并使自己的使徒们，在真

理中被圣化，以分担他的使命；你又给基督的使徒加添了助手，使救赎的

工程能传遍普世，并得以实现。 
 

上主，现在求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赐给我们在履行使徒及司祭职务上所需

的助手。 
 
全能的天父，我们求你把司铎的职位授予你这（几）位仆人，在他（们）

心中振兴圣德之神，使他（们）由你接受这项辅助的职务，在生活中树立

善表，作众人的模范，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。 
 
愿他（们）成为我们主教职位的忠诚合作者，使福音圣道，借着他（们）

的宣讲，传至天涯海角，并赖圣神的恩佑，在众人心中产生实效。 
 
愿他（们）和我们一起作你奥迹的忠诚分施者，使你的子民藉重生的水泉

而得到更新，从你的祭坛得到滋养，并使罪人与你和好，病弱者得到支持

和抚慰。 
 
上主，愿他（们）与我们联合一起，为你所托付的子民和整个世界祈求，

以获得你的仁慈和怜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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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普世万邦，集合在基督内，在你的神国里，成为你的唯一神圣子民。 
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圣子，他和你及圣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 

 众：阿们。 
 
穿上祭衣 
（祝圣祷文结束后，主教戴冠坐下。新司铎（们）起立。其它覆手的司铎返回原位。襄礼者为新

司铎（们）佩戴领带，并协助他（们）穿上祭披。） 

 
傅油礼 
（新司铎（个别）跪在主教前，主教以圣油傅在他（们）的手掌上，同时念：） 

 
主教：天父以圣神及其德能祝圣了主耶稣基督；愿基督护佑你，赐你圣化天主子

民的恩宠，并向天主奉献圣祭。 
 
（当新司铎（们）穿祭衣及主教给他（们）傅油时，全体信众可唱恳求造物圣神降临，或合适之

圣歌。） 

 
接受礼品 
（信友献上礼品。主教把信友所献的饼酒，连同圣盘圣爵，交给个别新司铎（们），同时说：） 

主教：请接受圣洁子民奉献给天主的礼品。你要明白你所做的，生活你所举行的，

使你的生活符合主十字架的奥迹。 
 

（新司铎（们）接过圣盘圣爵，可亲手供放于祭台上，或交辅礼人员，准备稍后供放于祭台。） 

 
平安礼 
（主教以平安礼接待新司铎（们），同时说：） 

主 教：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。 
新司铎：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
 
（在场的司铎与新司铎（们）行平安礼。行平安礼时，圣咏团可咏唱合适的歌曲。新司铎（们）

也可与参礼者互祝平安。） 

 
感恩祭宴（圣祭礼仪） 

（圣祭礼仪如常举行） 

 
预备礼品 
（全体可唱奉献咏） 

（主教免冠，呈奉面饼） 



 9 

主教：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；我们将这麦面饼，呈

献给你，这是大地的产物，也是人类劳动的成果，愿它成为我们的生命之

粮。 
 众：愿天主永受赞美！ 
 
（搀合酒水时默念：酒水的搀合，象征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，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。） 

 

（呈奉葡萄酒） 

主教：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；我们将这葡萄酒，呈

献给你，这是大地的产物，也是人类劳动的成果，愿它成为我们的精神饮

品。 
 众：愿天主永受赞美！ 
 
（鞠躬时默念：主，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，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，求你悦纳。） 

（洗手时默念：上主，求你洗净我的罪污，涤除我的愆尤。） 
 
主教：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

的圣祭。 
 
（全体起立） 

 众：望上主从你的手中，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

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 
 
献礼经 
主教：天主，你既愿你的司铎为你的子民服役，奉献基督的圣祭。求你藉此圣祭，

帮助他们善尽铎职，使你的子民团结一致，成为你所欣悦的生活祭献。因

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 
 众：阿们。 
 
（主教免小红帽） 

感恩经 
主教：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
 众：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
主教：请举心向上。 
 众：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 
主教：请大家感谢主、我们的天主。 
 众：这是理所当然的。 
主教：主、圣父、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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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 
你藉圣神的傅油，立了你的唯一圣子，为新而永久盟约的大司祭；并以奥

妙的安排，使他的唯一司祭职，在教会中历久不息。 
基督不但把他王者的司祭职，赐给了他所救赎的全体子民，又以兄弟般的

爱，选拔了公务人员，透过覆手礼，委派他们分担他的神圣职务，以他的

名义，献上他万古常新的救世圣祭，为你的子女摆设逾越圣筵，并以爱心

领导你的子民，以圣道培育他们，以圣事带给他们力量。 
你愿意圣职司祭，努力效法基督，为事奉你，并为兄弟姐妹的得救，而献

出生命，在信德和爱德中，勇敢为你作证。 
 
为此，我们随同天使、总领天使，以及所有圣人，同声赞美你，不停地欢

呼： 
 
众：圣、圣、圣、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，响彻

云霄。奉上主之名而来的，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，响彻云霄。 
 
主教：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 
 

（主教高声祈求，共祭者低声跟随主教祈祷，并伸出双手或右手，向祭品覆手。） 

 
主教：因此，我们求你派遣圣神，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

体圣血。 
 
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你，把面饼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 
 

你们大家拿去吃： 
这就是我的身体， 
将为你们而牺牲。 

 
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 
 

你们大家拿去喝： 
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 
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 
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 
以赦免罪恶。 
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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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教：信德的奥迹。 
众：主啊！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歌颂你的复活，期待你光荣地再来。 

 

（主教高声祈求。共祭者举手低声跟随主教祈祷。） 

 
主教：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

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事奉你。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

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 
 
共祭之一 

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和我们的教宗、我们的主教，以

及全体圣职人员，特别是今天领受圣秩的司铎，都在爱德中，日趋完善。 
 

共祭之一 

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；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

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。 
 
共祭之一 

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、诸圣宗徒，以

及历代你所喜爱的圣人圣女，共享永生；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

赞美你、显扬你。 
 
（执事协助举扬圣血，主教举扬圣体。） 

 
主教：全能天主父，愿一切崇敬和荣耀，借着基督，偕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圣

神的团结中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 
 众：阿们。 
 

共融圣事（领圣体圣血） 
 
天主经 
主教：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 
 众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

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

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 
主教：上主，求你拯救我们免于一切凶恶，恩赐我们今世平安，使我们仰赖你的

仁慈，永久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，安然无恙，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

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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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：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，永归于你。 
 
互祝平安 
主教：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

们。」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

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 
 众：阿们。 
主教：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 
 众：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
执事：请大家互祝平安。 
 
擘饼 
（搀合圣体圣血时，主教默念：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体圣血的搀合，使领受的人，获得永生。） 

众：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 
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 
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 

 
（主教默念：主耶稣基督，愿我领受了你的圣体圣血，因你的仁慈，身心获得保障和治愈，而不

受到裁判和处罚。） 

 
领圣体圣血 
主教：请看，天主的羔羊；请看，除免世罪者。被邀请来赴圣筵的人，是有福的。 
 众：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 
 
领主咏 
圣父，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，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

界上去。（若 17:17a,18） 
 
领主后经 
（主教戴小红帽） 

主教：请大家祈祷。 
上主，愿我们所领受的共融圣事，使你的司祭及你的子民充满活力。你既

以基督的爱把我们团结起来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妥善地事奉你，为天国作证。

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 
 众：阿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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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成式 
致谢辞（新司铎代表） 
 

（主教戴冠） 
祝福及派遣 
（主教戴冠，向会众伸手。） 

主教：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
 众：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
（主教合掌） 

主教：愿上主的圣名受颂扬。 
 众：从现今直到永远。 
主教：上主的圣名，是我们的助佑。 
 众：因为他创造了天地。 
（主教持牧杖） 

主教：愿全能的天主圣父V、圣子V、圣神V，降福你们。 
 众：阿们。 
执事：弥撒礼成。 
 众：感谢天主。 
 
（全体共祭人员向祭台致敬后退席。信友可唱合适圣歌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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